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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黑龙江信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依法公开拍

卖钢结构千吨囤若干座，共分为6个标的。拍卖成交后，
钢结构千吨囤需要整体拆除（包含基础部分的回填土）并
在规定时间内运出，基础部分要恢复到与周围场地一样平
整，不得影响委托人的生产及安全。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
证件及竞买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登记截止时间：2021年9月23日16时
拍卖时间：2021年9月24日10时
展样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所在地）
竞价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
咨询电话：0451—51911012、51916555
微信号：xindapaimai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海街6号海上银座A栋22层

哈尔滨翔鹰拍卖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竞价的形式公开拍
卖 ：位于双城区公正街道民旺村北甸子国有草原2,104.60亩（5年承包
使用权）。参考价：2,937,780.00元。

注：上述国有草原承包期限从拍卖成交后签订承包合同之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在承包期间保证草原使用性
质和用途不变，仅限种植苜蓿草，如承包的草原因被政府建设征用，买
受人须无条件配合交出，对于所征用的草原，委托人仅按承包时的价
格年限计算退还乙方，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拍卖时间：2021年 9月
28日上午9:00；拍卖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展样时间及地
址: 2021年9月22-24日；标的物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9
月27日17时前交纳20万元竞买保证金，办理网络报名或微信网签。

咨询电话及微信：131345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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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农电商平台
回馈生活报读者

价格一降到底/免费包邮

福建武夷山直邮福建武夷山直邮
简包装简包装

大红袍伴手礼礼盒：
88元/盒（150克）

正山小种伴手礼礼盒：
98元/盒（1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岩茶：约8.3克/泡，果香小种：约5克/泡

正山小种：158元/250克
赠送：98元大红袍/250克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6泡
原价19.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大红袍半斤装
原价98元/盒

特惠：买1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果香小种10泡
原价25.9元/盒

特惠：买2盒送1盒

13613600156订购
电话

喝好茶喝好茶

生活报中缝阅读指南

有温度的报纸有温度的报纸
有价值的便民信息有价值的便民信息

就看生活报就看生活报

1、周一、周日：
企业招聘专栏
个人求职免费刊登
2、周三、周六：
征婚专栏
3、周一到周日：
老年公寓专栏
4、周一到周日：
搬家专栏
5、周一到周日：
助农专栏—武夷山茶场
6、周一到周日：
丢失声明、公告专栏
7、周一到周日：
房产公示专栏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文/摄）日前，
福州市民张先生在天猫商城购买了一辆电
瓶车，商家在宣传中写明该车电池为“20A
防爆锂电35码”。但收货后，张先生发现
车辆的随车合格证上却写明，蓄电池类型
为“铅酸”蓄电池，明显与商家宣传不符。
张先生与商家多次沟通后，商家同意退货，
但邮寄时又出了问题。

张先生于8月25日在天
猫商城购买了一辆电瓶车，介
绍中写道，电瓶车为48V顶
配版/20A防爆锂电35码/约
70公里，电池容量为20Ah，
电瓶车的名称为：“新国标电
动自行车锂电池代步电瓶
车”。28日，张先生收货后，
赶紧给电池充满电，开出去跑
了一圈，却发现电瓶车有点不
对劲。张先生说：“充一次电
跑不到15公里。我买的是
400W电机，48V，20Ah版
本的，按这个标准不可能。然
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合格证，才
发现他们给我发的货是
350W 电机，48V，12.2Ah
的。而且电池根本不是锂电

池，是铅酸电池。”
记者看到，张先生的电

瓶车很新，外形与网上宣传
的照片基本一样。附带的
产品合格证上有厂商“山东
冠烁电动车有限公司检验
合格证专用章”字样的红
章。但合格证上写明：“蓄
电池类型：铅酸；蓄电池容
量（Ah）：12.2”，与张先生订
单中所表述的完全不符。

“因为我每天都要用电瓶
车，每天都要充电。就是为
了锂电池能充电次数多才
买的，铅酸电池用一年就得
换了，而且锂电池比铅酸电
池贵，商家这么发货不是在
骗我吗？”

收到后发现货不对板

张先生很生气，通过天猫向商家反映问题，
商家起初认为自己发的货没有问题。经张先生
再三沟通，商家同意退货。张先生把电瓶车送去
物流站退货，物流工作人员告诉他，根据有关规
定，个人不能邮寄带电池的电瓶车。“物流说因为
有电池，个人不能发货，厂家才能发货。”张先生
无奈又向天猫客服反映问题，但数日过后，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3日，生活报记者联系到天猫客服，表明身
份后向客服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客服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天猫客服正在处理该问题，处理有结果
后，会进行反馈。

此后，记者接到天猫客服工作人员反馈称，
经协调，商家同意上门取货，将会与张先生联
系。张先生表示目前已经将货物打包好，正在等
待商家联系自己。

商家同意退货后邮寄成问题

315
3·15在身边

在满汉楼安发桥店

女子吃饭摔伤腿 店家对赔偿金额不认可
现饭店已同意走保险程序理赔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
王艳 记者陈莹）近日，哈
市市民高女士向本报3·
15维权热线反映，她在满
汉楼饭店（安发桥店）用餐
时不慎摔倒，目前右腿已
出现严重的水肿并伴有积
液，起初饭店对高女士提
出的赔偿金额并不认可，
后经双方调解，饭店已同
意走保险程序理赔。

8月30日，高女士做了磁共振
检查，报告单显示，高女士为右膝
股骨下段、胫骨上段局部骨髓水
肿，考虑损伤伴周围软组织水肿；
同时右膝内侧副韧带有损伤的可
能，膝右膝内、外侧半月板前、后角
轻度退变，右膝髌上囊及关节腔内
积液。“医生说我这个情况至少要
恢复三个月。”高女士告诉记者。

“我摔伤后，满汉楼的工作人
员始终没有联系过我们，9月1日
我的家人到满汉楼询问事情的解

决办法，当时纪经理的态度还特别
好，说让我们治疗，他们有保险。3
日再次找到满汉楼的时候，这次态
度就完全不一样。”高女士表示，当
时饭店对赔偿一事并不认同。

“到目前为止，我自己看病已
经花了七千多元，而商家也没有给
我任何赔偿。”高女士说，“无奈之
下，我自己先付钱进行住院治疗。
希望他们赔偿我从摔伤之后的治
疗费用，如果后期我要手术，也希
望饭店能赔偿我手术费、误工费。”

“事后饭店未进行赔偿”

在天猫上买电瓶车
发现电池货不对板

9日，生活报记者致电满汉楼
安发桥店的纪经理，对于高女士在
店内摔倒一事，纪经理表示确有其
事。“我们有一定责任，所以我也第
一时间陪她到医院看病，也表示过
会负责相应的医药费。当天我在
医院外面等候，她的家人陪她检查
后出来说没啥大事。十来天之后，
她的家人又说严重了，花了七八
千。而且消费者再次到医院检查

的时候，也没有通知我，也不能消
费者说多少钱，我就要赔多少钱
吧。”纪经理表示，饭店愿意承担相
应的责任，只是目前对于高女士提
出的赔偿金额无法认同。

随后记者将饭店的态度转达
给高女士，高女士表示将与满汉楼
继续协商。12日，高女士致电记
者，表示满汉楼已经同意走保险程
序理赔。

记者采访后 饭店同意走保险程序理赔

“我是8月23日晚在满汉楼就餐时摔
倒的。”高女士向生活报记者讲述了当时
的过程。“当天我们在包间用餐，21时左
右准备离开饭店。从包间出来的时候要
经过大厅，当时大厅的灯光很昏暗，走到
中间位置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脚底一滑，
接着就摔了个大劈叉，被家人扶起来后，
我才看清，地上有一片呕吐物。”高女士
说：“摔倒后，我的腿特别疼，家人就把我
送到了哈尔滨医大一院。当天，饭店的一
位负责人纪经理也陪同我去了医院。”从
高女士提供的诊断可以看出，医院诊断为
右下肢外伤。“当天，纪经理对这件事的处
理态度一直都很好，让我们正常检查，还
说有保险。”

消费者在饭店踩到呕吐物摔倒

商家同意退货 电池无法邮寄

天猫客服：商家同意上门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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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老旧小区周边设施基本都已经
定型，想要再开创新的地域会很难，适逢老
旧小区改造契机，相关部门应该在合理、安
全的情况下适当创造地下空间。”黑龙江大
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建议，根据小区的实
际情况，多种途径增加居民小区停车位供
给。在小区周边合理选址，分别建设规模
和服务半径相适应的大型停车场(库)，通过
搭建立体停车库，扩展停车空间。有条件
的小区在保持绿化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通
过调整绿化形态，增加小区停车位，探索绿

色停车。
曲文勇告诉生活报记者，前段时间，哈

市交警部门曾多次在部分小区附近施划停
车位，这一做法会大大缓解停车难的问
题。“小区停车难主要集中在晚上，公安交
管部门应在保证交通有序畅通的基础上，
在非交通要道，以及支、小马路上，利用低
谷时段开设分时段或夜间停车位，收取一
定费用，并派人管理。这样既服务周边有
车居民，还可以解决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
题。”曲文勇说。

支招四 充分规划：结合旧改建立体停车场

破解冰城停车难难
系列报道

P第六篇

共享车位 借旧改契机建停车场 改变无偿停车观念

破解小区停车难破解小区停车难 大家有话说大家有话说
生活报讯（记者黄迎峰 肖劲彪 史天一文/摄）共享车位、开放单位停车场、借旧改契机修建停车场，让公共资源更好地为小区居民停车提供便利……

连日来生活报发布的“破解冰城停车难系列报道”之小区停车难的报道，引起市民的共鸣与热议，政协委员、社会学家、交通专家、市民纷纷献计献策，希望
能为解决冰城小区停车难问题提供些许借鉴。

“想缓解停车难，我觉得邻里间
共享车位是个不错的办法。”家住文
教小区的王建楠说，“之前看到南方
某小区业主自主研发了一款共享停
车软件，简单地说就是，由于白天很
多业主上班，会有一大部分空出来
的停车位，当我家的车位空闲时，以
2元/小时的价格短租给需要的人，
等我下班回来你再开走，实现双赢，
这会很大程度上解决车位占比率低
的情况。建议哈市的一些物业可以
实施这种计划，物业统计白天不在
家的业主，然后和业主协商，双方共
享利益。然后外来人员可以短暂停
在这个车位上，物业进行登记和监
督措施，并收取一定的费用，合理化
地利用资源，也能让买车位的业主
得到一部分收益。”

但相关物业经理表示，虽然这

种做法可以让物业和业主获利，但
同时也会大大增加物业的管理难
度，“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还需
要经过反复的推敲和试验才有可能
实施。”

另外，生活报记者了解到，
2018年杭州市曾启动“共享泊位”
项目，简称“共停。”“共停”指以全
市除社会公共停车场外的其余各
类停车场（库）为资源目标，将分散
的停车信息和不同时段闲置的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楼盘小区、
个人私家车位资源统筹起来，通过

“共停”平台实现车位业主、物业、
平台各方利益共享。比如，当业主
上班后家中泊位空闲，业主就可以
通过平台，将泊位闲置时段推放出
来，有停车需求的车主可预约并有
偿使用。

支招一
共享车位：小区车位资源统筹共享

“对于停车需求较为刚性的
区域，还是要以满足需求为基本
条件。”哈尔滨市一位交通专家建
议：“通过设置临时停车位、不同
单位停车资源共享、停车位分时
共享等手段，缓解一定区域、时间
内的停车难问题。”该专家表示，
很多小区大都是晚上停车难，而
周边的商场或者一些单位正好处
于停车位空闲状态，双方可以互
补，更可以收取一些费用，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

该专家说，2014年，哈尔滨市
首个利用学校操场地下空间辟建停
车场的静态交通工程——马家沟小
学地下停车场试运营，工程总建筑
面积9500平方米，共建设地下两层
停车场，其中地下一层设置部分双
层立体停车设备，停车泊位总计
211个。哈市相关部门可以经过前
期充分考察，在保证绝对安全的前
提下，合理使用资源，利用学校的空

地继续辟建地下停车场。
生活报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

现，群力的大部分新小区内都不允
许停车，间接给小区外部道路带来
很大的交通压力。在上江街盛和天
下小区周边记者看到，人行横道上
的树空内都被划上了停车泊位。该
交通专家提出，建议小区建设一些
透绿停车位，小区内应提倡种植高
杆树木，将树下的土地铺上带孔地
砖用于停车，将耐压类草种于地砖
的孔中，而不耐压的花草种于墙角
或起伏不平的地面上，使绿化与停
车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城管、房管
部门应与小区物管部门协调，建立
并完善小区停车管理设施，在地面、
墙面设立交通标识，引导车辆按规
定路线行驶；便道距离地面的高度，
参照马路标准，使车辆无法停靠；绿
地外围、楼前甬道、小区干道结合部
等部位，安装合适的铁管栅栏，阻止
车辆进入到绿地。

支招二
合理利用资源：放开周边商家、单位车位

家住香坊区香顺街108号的老大娘遇
淑香说，“小区里乱停车都影响居民出行了，
有时正和邻居在空地上说话，一辆车开进来
按着喇叭就把我们撵走了，停在了我们刚才
站的地方，很多居民对此都很反感，觉得没
有了活动空间。”哈尔滨市政协委员冯建滨
表示，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小区车辆停放管
理办法，加强对车辆的停放管理，避免无序
停车。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检查、考核，
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加强管理，协助业主委员

会制定符合本小区特点的停车管理规定，对
车主加强小区停车规定的宣传，增强业主文
明停车意识。

有车一族刻意回避收费停车场的情况
也彰显了停车难的问题，冯建滨建议应该
加大宣传，改变有车一族无偿停车的观念，

“物业有权对小区停放车辆收取一定的停
车服务费，一方面可以便于物业管理，另一
方面还可以把这些钱投入到小区公共设施
建设上，实现业主共享。”

支招三 出台政策：制定停车管理办法


